
2019 年“律师杯”篮球联赛

一、赛事目的：

为进一步加强全市律师行业文化建设，喜迎建国 70 周年华诞。引导全市律

师在履行职责的同时，注重身体健康，加强体育锻炼，在全市律师行业营造积极

向上、奋发有为的良好氛围。

二、活动宗旨：以球会友，促进交流，强身健体。

三、主办单位：惠州市律师协会

四、承办单位：深圳市晨星体育文化传播发展有限公司

五、赞助单位（按拼音首字母排序）：

北京市盈科（惠州）律师事务所 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

广东达伦律师事务所 广东广法律师事务所 广东惠宏信律师事务所

广东惠泰律师事务所 广东江畔律师事务所 广东九韬律师事务所

广东金卓越律师事务所 广东立邦律师事务所 广东日升律师事务所

广东商盾律师事务所 广东颂业律师事务所 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

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 广东指针律师事务所



六、竞赛时间、地点:

日期：2019 年 9 月 8 日下午 15:00 开赛，详见赛程安排表

地点：惠州江北会展中心三楼篮球馆 3、4号场

七、参赛对象:

1、惠州市执业律师、实习律师，在律师事务所工作满两年的行政人员（须

提供社保原件证明）

2、参赛者需身体健康，无不适宜参加篮球运动的疾病。各参赛队应自行办

理运动员人身意外保险，签署免责声明、比赛期间出现伤病事故自负。

八、参赛方式：

1、惠州市律师事务所均可独立组队参加（仅限同所律师）；律师（含实习

律师）人数不足 30 人的律师事务所可联合组队；律师（含实习律师）人数 30

人以上的事务所只能组建一支队伍且该所其他律师（含实习律师）禁止参加联合

组队（注：惠城区以外县区可组联队不受人数限制）

2、每队可报领队、教练员各 1人，比赛运动队员 12 人。

3、每人能代表一个运动队参赛，每支队伍只能有一名行政人员参加。

4、各参赛队请于 2019 年 8 月 22 日前持运动员有效证件、电子版相片和自

愿参赛责任书向律协秘书处报名。

报名联系人及电话：温蕾，2167696。



九、竞赛办法与赛制：

1、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《篮球竞赛规则》。

2、运动员报名名单为准，不得更换，每人只能代表一个队伍参加比赛。

3、比赛具体方案视具体报名情况另行决定。

4、各队须备有两套（深、浅）颜色统一、式样一致的比赛服装，并按 0—

99 印上清晰的实心号码。

5、使用 7号篮球（大会提供）。

十、报到、领队会议、开幕式：

1、各参赛队伍于 2019 年 9 月 8 日下午 13:40 携带运动员证件到惠州江北会

展中心三楼篮球馆 3号场进行现场检录。

2、各参赛领队于 2019 年 9 月 8 日下午 14:00 到惠州江北会展中心三楼参加

领队会议。

3、2019 年 9 月 8 日下午 14：30 分举行惠州市“律师杯”开幕仪式。

十一、比赛规则:

1、开赛前，参赛中队须由负责人在《参赛责任书》上签字。

2、为单位参加比赛，参赛队由一名领队和 12 名运动员参赛，领队全权负责

该队员签到、协商、联系等一切事务。



3、比赛分为上、下半场，竞赛时间分为 4节，四节比赛每节 10 分钟(中间

停表)，加时赛均为 5分钟。

4、比赛中在每半场累计犯规 4次后，非控球队发生犯规，对方可获得罚球

机会，裁判可根据情况判罚球员技术犯规。(注:比赛以防守(进攻)三秒判罚)

5、上半场开球后，下半场以轮换发球规则相替。

6、全场比赛中累计 6次犯规的球员将被罚出场。

7、全场比赛中各队只有 4次要求暂停的机会，第一、二、三节各 1次暂停，

第四节 1次暂停;若第三节未使用暂停，可累计在第四节使用;一、二节未使用的

暂停，则不再累计到第四节，暂停时间为 30s，换人无限制。一、二节和三、四

节之间休息 3分钟，二、三节之间休息 5分钟。

8、在比赛中有暂停、换人要求的，由该球队的领队到计分席进行要求，然

后计分席的工作人员提示裁判暂停(或换人)。场上裁判可有特殊暂停，领队和场

上球员不能向场上裁判直接请求暂停。

9、参赛的球队统一服装且有编号，两只队伍球服要有所区别。

10、球员做出的不体现运动员精神的犯规动作，比如打人、恶语相向、行为

野蛮、态度恶劣、顶撞裁判等行为，发生此类情况，球员将被罚出场外，并取消

比赛资格(连续发生 2次及以上类似事件，取消本球队的本次比赛资格);若出现

球员参与打假球、赌球，球队故意消极对待比赛等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，一经核

实取消相关球队当场参赛资格。



11、比赛在计时员发出比赛结束终了信号时结束;在比赛时间即将终了前的

投篮，如在信号发出前球已在空中，投中有效。

12、弃权:比赛开始时，一方队员不足五人时，球赛不得开始。在比赛时间

10 分钟后，参赛队未能到场或依然不足五人时，则由裁判判令该队弃权，由对

方球队获胜;一方球队因各种原因提出弃权时，

13、如比赛出现队员受伤，立即暂停比赛，到有关工作人员处进行处理，情

况严重者请马上送往医院。

14、在比赛中须尊重裁判、尊重工作人员、尊重对手、尊重队友。场上裁判

有比赛最终裁定权。

15、本次比赛最终解释权和裁定权归主办单位所有

十二、比赛要求:

1、场上球员不准携带项链、戒指等任何硬物件及危险物品上场比赛，裁判

员将逐一检查，不合格者一律不得参加比赛。

2、各队在参赛队上场比赛前 10 分钟必须把所有队员名单和相关证件交至比

赛记录台，由纪录记录考察人员逐一核对无误后方可开始比赛。各参赛队每名队

员必须有各自固定的球衣号码，如发生场上球衣号码和本人不一者，一律不准上

场比赛。

3、各参赛队在参加比赛时须遵守篮球比赛道德，恶意造成对方伤害的，通

报律师协会。



4、场上发生打架事件一律停赛调查。

5、各参赛队伍如迟到 15 分钟以上视为自动弃权

十三、仲裁委员、裁判员:

裁判长、裁判员由晨星体育统一抽调。

十四、其他事项:

1、各队做好各项安全工作，负责购买代表队全体参赛人员在比赛期间的伤

害事故保险。

2、主场为“浅色” 客场为“深色”

3、赛程表左边为主场、右边为客场

4、赛事主委会咨询电话:黄勇辉，18899731308

十五、本规程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，规程的解释权属主办单位。



2019 年“律师杯”篮球赛仲裁委员会名单

组 长：叶 晨 市律协副会长

副组长：邹 明 市律协文体工作委员会主任

组 员：李 乾 市律协文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

杨满娣 市律协文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

曾绮姿 市律协文体工作委员会秘书长

陈有亮 市律协文体工作委员会委员

杨巧英 市律协文体工作委员会委员

场地后勤处: 刘国柱 黄超鹏

竞赛处: 赖美琪 刘文龙

医务处: 黄丽英 何志坚

仲裁委员:曾绮姿 杨巧英

技术代表: 徐思忆 刘国栋

比赛监督: 黄勇辉 陈佳彬

裁判长: 徐思忆

副裁判长: 刘志伟 黄勇辉

裁判员:叶威、刘灿、林俊锋、郭剑晖、陈镇荣、符岱翀、张嘉维



参赛运动员名单

A 组

1、广东宝晟律师事务所

领队: 刘家峰 联系电话：13556225234

主教练:

运动员: 刘家峰 温晓文 袁浩聪 黄伟粦 庄鑫 刘小青 黄晖泳 邱健

黎斯振

2、盈科惠州篮球队

领队: 谢文辉 联系电话：13433524872

主教练: 曾宇鹏

运动员: 谢文辉 曾宇鹏 罗利民 林志晖 靳振强 李正军 李博 赖伦

林锦泉 杨睿 刘文发 林友材

3、广东广法律师事务所

领队: 吴建伟 联系电话：13809669544

主教练: 吴建伟

运动员: 温少杰 魏忠平 陈明学 姚小刚 邹权霄 甘振权 吴明洋 黄陈杰

许新维 练汉忠 林佳庆 吴国华

4、广东惠泰律师事务所

领队: 林志浩 联系电话：13902626259

主教练: 黄景辉

运动员: 黄景辉 杨湘平 甘思 林志浩 李天祥 姚望 杨凯隆 黄俊君 杨文霁

陈少挺 申卫军 欧阳坤龙



B 组

1、广东指针律师事务所

领队: 曾广文 联系电话：15815401426

主教练: 罗健军

运动员: 黄炳春 刘雪平 邓超环 曾顺开 曾广文 李金奎 钟志聪 廖广明

陈锴彦 丘业壕 陈志德 胡松学

2、商盾联队

领队: 罗炜炜 联系电话：13928380808

主教练: 刘德能

运动员: 罗炜炜 刘德能 郭惠谋 吴志强 黄朋程 余小东 邓燎发 邱晓阳

周健发 郑警威 邝宏胜 蓝进友

3、卓越战队

领队: 余历志 联系电话：15220723261

主教练: 赖永泰

运动员: 余历志 阳安中 刘学泉 钟小小 吕韬 周乐邦 刘展辉 邓达成 李辉龙

史志斌 张俊峰 黄达权



C 组

1、广东伟伦律师事务所

领队: 骆成业 联系电话：13923634009

主教练: 宁穗明

运动员: 骆成业 郑永锐 陈迪 刘洋 王杰城 余科宏 李启荣 贺成杰 黄奋远

严俊杰 陈宇能 张雪峰

2、达伦队

领队: 欧阳广明 联系电话：13380682742

主教练:

运动员: 梁小军 邹 涛 欧阳广明 谢 伟 刘小辉 李 邦 张振锋 潘石良

3、惠阳律师联队

领队： 张福群 联系电话：13802474404

主教练： 张福群

运动员: 张福群 祁正元 骆少文 曾德涛 王泓胜 方雁强 黄子阳 廖学敏

钟剑锋 张峻熙 黄议民 陈鸿基

4、广东江畔律师事务所

领队： 胡文军 联系电话：13500171707

主教练： 曾重黎

运动员: 曾重黎 罗超 李志彩 方志耀 杨赖稔 卢家发 王嘉华 朱锦梓

姚泳涵 余文欢 梁绍文 郑勇涛



D 组

1、广东卓凡律师事务所

领队： 李俊 联系电话：13502299019

主教练： 黎伟军

运动员: 林建源 丘志华 舒张 何鸿超 罗鹏 严剑润 涂嘉民 张威伦

王尊 罗文广 叶宇 龚柯宇

2、Law 友队

领队： 袁泽华 联系电话：13825493502

主教练：

运动员: 袁泽华 梁远均 李玲珑 尚舜 吴伟彬 林森彬 刘凯翔 杨文耀 吴炯

3、律众联队

领队： 廖汉琴 联系电话：15089288848

主教练： 魏宏强

运动员: 韦世州 袁善德 陈振南 张国栋 陈海雁 魏超 李弘 刘启良 曾裕雄

吴鸿彬 廖汉琴 陈波

4、广东九韬律师事务处

领队： 林康烈 联系电话：13422441225

主教练：

运动员: 张振晋 戴若浪 曾 贺 林康烈 李振强 杨红山 饶炜鑫 贺 昌 桂

三猛 王浩宇 刘苏全



律师杯第一阶段

日期 场序 比赛队 时间 场地

9月 8日

下午

1 九韬所-律众联队
15：00-16：20

3 号场

2 达伦所-惠阳联队 4号场

3 盈科所-广法所
16：30-17：50

3 号场

4 宝晟所-惠泰所 4号场

9月 8日

晚上

5 伟伦所-江畔所
18：00-19：20

3 号场

6 指针所-金卓越所 4号场

7 卓凡所-Law 友队 19：30-20：50 3 号场

9月 10 日

晚上

8 惠泰所-盈科所
19:00-20:20

3 号场

9 广法所-宝晟所 4号场

10 九韬所-Law 友队
20:30-21:50

3 号场

11 惠阳联队-江畔所 4号场

9月 12 日

晚上

12 惠阳联队-伟伦所
19:00-20:20

3 号场

13 商盾所-指针所 4号场

14 律众联队-卓凡所 20:30-21:50 3 号场

9月 16 日

晚上

15 卓凡所-九韬所
19：00-20：20

3 号场

16 伟伦队-达伦所 4号场

17 广法所-惠泰所
20：30-21：50

3 号场

18 宝晟所-盈科所 4号场

9月 18 日

晚上

19
Law 友队-律众联

队 19：00-20:20
3 号场

20 江畔所-达伦所 4号场

21 金卓越所-商盾所 20：30-21：50 3 号场



第二阶段

日期 场序 比赛队 时间 场地

9月 20 晚上

1 A1-B2 19：00-20：20

3 号场

2 A2-B1 20：30-21：50

9 月 22 晚上

3 C1-D2 19：00-20：20

3 号场

4 C2-D1 20：30-21：50

9 月 24 晚上

5 A1-B1 19：00-20：20

3 号场

6 C1-D1 20：30-21：50

9 月 29 下午

7 第三-第四 14：30-15：50

3 号场

8 冠军-亚军 16：00-17：20






